
□张晓峰

《疯狗浪》被曹文轩视为自己60岁之后的突破
之作、成长之作。他在新作中，以渔民闻之色变的

“疯狗浪”为背景，讲述小狗沫沫与主人船花、大公
狗黑风之间的故事，以动物的名义诠释爱与担当。

故事发生在一个海边渔村。沫沫是一只漂亮
的小母狗，与小主人船花过着亲密无间的日子。
一次偶然，沫沫陷入一群流浪狗的包围。被疯狗
浪卷上岸边的大公狗黑风，帮助沫沫脱离了险境，
自己却因此身受重伤。船花收留了黑风，但流浪
狗的首领狼脸通过阴险的离间计，致使黑风被赶
出家门。一边是收养自己的主人，一边是重伤未

愈的“恩公”，左右为难的沫沫，最终选择了离家出
走，与黑风并肩作战。它们困守荒山，顽强地与群
狗周旋，熬过了苦寒的冬天，沫沫也幸福地做了母
亲。而狼脸一直带领群狗围困在山下。为了将沫
沫和孩子们送回船花身边，黑风勇敢地牺牲了自
己。但是，经历了这么多的沧桑变故，沫沫还能回
得去吗？

犬是最早被人类驯化的动物之一。小说《疯
狗浪》将犬拟人化，用全知视角展现着人格化动物
的理性、情感和意志，借由沫沫、黑风和狼脸等不
同性格、处境的犬只，描述犬这一物种与人类关系
的几种不同形态：依赖于人、脱离人独立存在或介
于这二者之间。但想象动物世界的丰富多彩，并
非为了呈现在生物学意义上的动物行为特征，而

是意在投射人类社会爱恨情仇的百态，并以人道
主义精神思考人与动物、人与自然的关系。

人在征服自然的征途中结出了丰硕果实，但
这并不意味着自然是人类的裙下之臣。林中的

“疯狗浪”可能时时在酝酿之中，将偌大的林子圈
为人类所不能轻易踏及的禁地；海上的“疯狗浪”
可能不期而至，夺取性命。这样的“疯狗浪”尽管
表现出骇人的蛮性，却也为人类行为的偏差提供
了思考，是自然为人类行动的范围所划出的边界。

我想这也是作者为何将小说取名为“疯狗浪”
的原因。这是一种提醒，更是对人类命运的保护，
在自然界中永远保留着人类所不可触及的地界，
当我们真正认识自然的时候，对于它，我们只会越
来越心存敬畏。

□贾登荣

19世纪以前，天气一直是个神秘莫测的存
在。不期而至的暴雨、海啸、雷电、冰雹、飓风
……动辄夺去数十万生命，令人心生恐惧。直
到19世纪60年代天气预报出现后，这样的状况
才逐渐改观，人类的损失也通过天气预报得以
挽回些许。英国学者彼得·穆尔所著的《天气预
报：一部科学探险史》一书，通过对那段长达70
余年的气象开拓史的真实记录，讲述了先驱者
们艰苦的求索经历，深刻揭示了那些惊人发现
背后的执着信念与高尚情怀。

本书由“观察、争论、实验、信任”等4个部分
组成。宏大的时空跨度，众多的人物描写，细致
而全面地展现了人类为了解自然、征服自然而
作出的艰辛努力，细腻传神地再现了19世纪西
欧和北美国家的社会风貌和开拓精神。

作者用散文般的优美笔触，讲述了天气预
报先驱者们上下求索的过程。电报员弗朗西
斯·蒲福在大海航行中，“详细记录了星期、日
期、航向、里程、纬度以及位置确认点”，从而留

下了“现存最早的天气日志”。同时，他还“给风
力定级”，奠定了天气预报中关于风的等级的确
定；风景画家康斯太勃尔，对“天气保持着一种
细致的观察”，并用绘画的形式“记录天气”，为
后人留下许多直观的天气形态；化学家卢克·霍
德华经过长期观察，最先“提出了一套对各种云
进行分类”；詹姆斯·柏莱舍率先提出“组建气象
观察员联络网”；法国人奥本·勒维耶不但在1846
年发现了海王星，而且在“全球首创风暴预警系
统”；英国人弗朗西斯·高尔顿写出了《气象图绘制
法》，从而“让气象图走进千家万户”……长期以
来，正是一大批包括航海家、画家、商人、发明家、
数学家、工程师、作家在内的有志之士，从实践上、
理论上对天气的奥秘进行持续不断的探索，最终
才形成了现代天气预报学科，造福于人类。

书中最让人动容的故事，是天气预报先驱
者菲茨罗伊的悲剧。菲茨罗伊作为英国海军上
将，却痴迷于对天气天象的研究，先是“建立风
暴圆锥预警系统”，继而又发出了“全球第一份
官方天气预报”，为天气预报事业作出了不朽的
贡献。然而，命运却不青睐这位天才。由于学
术观念的差异，他先是与生物学家达尔文交恶，

后又与天气预报开拓者之一高尔顿“水火不
容”；接着，又遭遇媒体、大众对他气象理论的质
疑，甚至攻击他是无耻的骗子、天气预报是“英
国的祸害”。舆论往往左右决策。很快“贸易委
员会削减了他的预算”，造成了他许多课题无法
继续下去。在社会、政府以及家族等多重压力
之下，这位伟大的天气预言家于1865年4月29
日晚上，“用一把剃刀割开自己的喉咙，结束了
自己的生命”。在他去世2年之后，议员赛克斯经
过反复计算得出结论，“在3年里，菲茨罗伊发布的
预警中大约有 75%得到了随后天气情况的证
实”。这，才算为死去的菲茨罗伊正了名。书中还
讲述了埃奇沃思、莫尔斯、艾里等众多气象预报开
拓者为追求掌握天气规律、造福人类的精彩故事。

书中还配发大量图片，讲述许多有趣的气
象知识，比如风的等级、云朵体系、风暴成因、水
汽与风暴，以及电报、密码、热气球与天气预报
的关系等等，让人既感叹大自然的神奇伟力，又
称道气象预报先驱者们超前的探索精神。气象
知识的传播，无疑为人们了解气象预报、关心气
象预报、尊重气象预报成果，产生不可小视的作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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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凡

大运河是世界上开凿最早、最长的人工运
河，它出苏杭、穿齐鲁、抵燕赵，漫漫数千公里，
纵情向前。千年来，它始终关乎国家经略，被
称为“国之命脉”。夏坚勇所著的《大运河传》，
以悠长的哲思，于发古之幽情中，全面梳理着
滔滔大运河所蕴蓄的历史人文景观，大散文式
的运笔，将这脉江水的文明滋养和精神润泽淋
漓尽致地呈现在世人面前。

全书共分 4章，每个章节都以“空间篇”
“时间篇”展开话题。“空间篇”侧重地理物候，
展现的是大运河沿岸古朴的民俗民情；“时间
篇”则侧重人文讲述，说道的是千百年来，与
大运河历史紧密相关的大事件和名人传记。
在实地考察和参考了大量历史文献的基础

上，作者以时间为经、空间为纬，绵密地绘就了
一张大运河前世今生的壮阔画卷。2400多年
来华夏民族的战争与和平、阴谋与爱情、宫闱
秘事与大野风云、政治家的铁腕与民众的苦
难，在大运河沿岸一次次激情上演。物是人非
中，蛮荒在退隐，文明在催生，清冽的运河之
水，不但滋养了西湖的娴静，苏州园林的典雅，
造就了苏杭的繁华，连国人引以为傲的中华智
慧和儒家思想，也借助这奔腾不息的一脉河
水，得以千古流传。古老而沧桑的大运河，既
见证了中国南北社会的大融合与大发展，也日
夜不息地感受着中华文明的亘古悠长。大运
河更像是一个思想载体，承载着国人的光荣与
梦想，挺立起了华夏民族“富贵不能淫，威武不
能屈”的精神脊梁。在这场满含哲思的追怀
中，作者不单讲述大运河的源起、历朝历代在
修建、扩充、维护、使用大运河上的种种努力，

还以中国历史上另一著名地标——长城为参
照物，通过两者在军事和民用功能上的对比，
以及对当时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等方面的
深刻影响，从而衬托出大运河不可或缺的社
会价值。正如作者所言“长城更多的是一种
精神象征，而大运河则是实实在在的滋润；长
城保卫了汉民族的休养生息，而大运河则孕
育了整个中华民族的强健和鲜活”。

书中，作者用精巧的构思，散文化的笔调，
意蕴隽永地勾勒着大运河的历史风貌，并尽
力挖掘着深蓄其间的历史哲学风韵。大运
河是中华民族的大运之河，她从诞生那一天
起，就昭示着中华民族南北分离的格局就此
结束，一个政治、经济、文化全方位交融的时
代已然降临。从文化意义看，大运河的开凿
和贯通创造了一系列新文化形态，华夏文化
从此变得更加丰富而多元。然而，随着社会

的不断发展，如今，运河的漕运、军事功能正
在弱化，而作为世界遗产的文化功能则日益
凸现。由是，灿烂的运河文明则更需要当代
人予以传承。作者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一
方面对大运河沿岸的地域文化、民俗风物、地
理掌故进行着细致的描绘，另一方面，他又对
历朝历代在开掘、整治、利用大运河的进程
中，炎黄子孙所表现出的精神斗志和民族智
慧，予以了热切赞许。书中，作者还以理性的
眼光，对历代运河交通管理制度，对漕运、漕
供以及由此衍生出的大运河文明，在瞻望中
都给予了必要的反思，显示出求真务实的治
学态度。

《大运河传》站在中华文明史的高度审视
我们的历史之河、民族之河，展现了这一苍古
大水的精神风貌和悲壮历史，揭示了其包蕴的
丰富、多层次的人文、历史意趣。

历史之河与中华文明滋养

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博览群书坚定“四个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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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运河传》站在中华文明史的高
度审视我们的历史之河、民族之河，展
现了这一苍古大水的精神风貌和悲壮
历史，揭示了其包蕴的丰富、多层次的
人文、历史意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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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心灵是如何进化

的 ？ 你 的 心 灵 是 否 进 化 完
全？《人类心灵简史》详细考察
了原始人的神话、传说、巫术、
宗教、仪式、禁忌、风俗，深入
分析原始人令人费解的行为
背后的心理因素，发现并揭示
了人类心灵从巫术到宗教再
到科学的进化过程，为我们打
开了人类精神世界的大门，使
我们得以窥见人类童年时代
的风采，体会原始人丰富又神
圣的内心世界，帮助我们理解
身边那些“奇葩”“怪人”，促进
人际关系的和谐。

詹姆斯·乔治·弗雷泽，英
国人，民族学家、宗教史学家，
享有世界声誉的文化人类学
家，早期进化学派人类学的代
表人物之一。1920 年起成为
英国皇家学会会员和英国科
学院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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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与中国特色开

发性金融》站在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历史方位，
重温改革开放的光辉历程和伟
大成就，回顾开发性金融从改
革开放沃土中破土而出并始终
与改革开放同频共振的不平凡
历程，为读者展示改革开放背
景下中国特色开发性金融的探
索实践、发展成果、主要经验、
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以及
未来发展前景。

本书是向改革开放 40 周
年献礼之作，有助于进一步坚
定开发性金融自信，坚定改革
开放再出发的信心和决心，继
续以改革创新精神推进开发性
金融实践，奋力谱写新时代开
发性金融服务国家战略的新篇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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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力吉

《鄂托克前旗革命史略》一书由内蒙古党校民
族理论教研部曹芳博士编著而成，荣获全国地方
党校第十二届优秀科研成果奖二等奖。此书以时
间顺序叙述，近16万字。全书分为5章，分别阐述
了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和大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时
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鄂托克前旗革命
的发展历程。

鄂托克前旗有着悠久的历史和光荣的革命传
统。在这里，不仅能够见证千百年来北方各民族
文化的碰撞交融，更能体味在苍茫塞上，革命的烽
火如何燃烧激荡。早在19世纪中叶，鄂托克蒙古

族人民就开展了反封建压迫的“独贵龙”运动。进
入20世纪，随着陕北革命的蓬勃发展，这一地区
的革命斗争焕然一新，并汇入了中国共产党领导
的民族民主革命浪潮之中。20世纪30年代中期，
中央红军在此建立了三段地革命根据地，成为中
国共产党在内蒙古地区创建最早的革命老区之
一。20世纪 40年代中期，延安民族学院迁址城
川，培养出了一批批杰出的民族干部，他们从这里
出发，将革命的火种播撒到民族地区的土地上。

在这片红色沃土上，中国共产党曾先后设置鄂
托克工委、城川工委、伊盟工委、伊西工委、伊东工
委等旗县级和地区级工委，领导伊克昭盟及周边地
区的革命斗争。习仲勋、乌兰夫等老一辈无产阶级
革命家立足民族地区实际和民族工作的特殊性，开

展了一系列民族理论研究和民族统战工作，为内蒙
古自治区的建立和发展、党的民族政策的形成和完
善做出了卓越贡献。鄂托克前旗革命的胜利彰显
了鄂托克前旗在内蒙古地区和陕甘宁边区革命工
作的开展中发挥的重要作用，特别是对党的民族区
域自治政策的形成和民族干部培养的突出贡献，也
昭示了只有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定地维护民
族平等与团结，不断增进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
才能真正实现民族解放和革命胜利。

本书的出版，是对鄂托克前旗丰富革命历史
资源的挖掘和利用。这本书有助于让读者对中国
共产党从初创到成熟，从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的
发展历程认识得更加深刻，让读者“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的革命情怀和理想信念更加坚定。

□贾贤莉

《清玄说：换个角度看生活》是台湾作家林清
玄最新出版的经典语录集。林清玄被誉为“当代
散文八大作家”之一，他的散文恬淡质朴，清新自
然，蕴含哲思。这本《清玄说：换个角度看生活》汇
集了林清玄散文中的语录精华，适合放在枕边，经
常品读。

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人们活在当下，对生命的
一种感知。人们极力追求金钱和名利，以为这样才
能感受到幸福的滋味，其实不然。正如作家林清玄
所说，“生命的幸福原来不在于人的环境、人的地

位、人所能享受的物质，而在于人的心灵如何与生
活对应”，“我们的幸福与否，正是由自我的价值观
来决定的”。幸福是追寻梦想时，懂得了坚持的力
量，“有醒来的勇气与决心”；幸福是遭遇逆境时，还
能“保有对光明的一片向往”，没有忘记飞翔的姿
势；幸福是时光流逝时，努力地珍惜当下，“活在眼
前，活在现成的世界”；幸福是换个角度看生活，发
现生活中的美。

人生在世，不可避免地会有烦恼袭来。面对
烦恼的态度，通常与我们的心性有关。“修一颗心”
是生命永恒的课题。倘若我们拥有一颗“达观
心”，便会“豁达与乐观地对待人生中的每一个人，
每一件事”；倘若我们拥有一颗“明净心”，对待万

事万物便能做到内心清明；倘若我们拥有一颗“平
常心”，便能“免于物欲上的奔逐，免于对事物的执
迷”，真正做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生活不缺少美，只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在作
家林清玄看来，“一个人如果愿意时常保有寻觅美
好感觉的心，那么在事物的变迁之中，不论是生机
盎然或枯落沉寂都可以看见美，那美的原不在事
物，而在心灵、感觉，乃至眼睛”。正因为拥有一颗
感受美的心灵，才能发现生活中随处可见的美。
由此可见，最美好的事物，往往藏在我们的心中。

这本书，意在让我们学会寻觅生活中的美，捕
捉对幸福的感知，拥有达观的心态，从而使生命绽
放出最绚丽的光彩。

寻觅生活中超然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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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动物的名义诠释爱与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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